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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好厉害，我好牛。”7日上午11时34
分，在重庆一中考点，一名段姓女生考完
语文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第一个跑出
考场，接考的人群鼓掌欢迎。在记者问
其为什么要第一个跑出来时，其以调侃
的语气说：“我今天早上就很激动，就想
接受采访。”相关视频在朋友圈迅速刷
屏。

论速度“我很怕刚才的那个男生跑
得比我快”，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开怀；
谈考题“没有月考有深度”，是万水千山
只等闲的从容；答姓名“我叫雷锋”，是恰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可爱；“好厉害，我
好牛”，是自信人生两百年的乐观……新
时代的少年，就应该心中有阳光，脚下有
力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
目标来看。”从开笔礼学写“人”字开始，

到经历高考这一“成人礼”，再到走向社
会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知识
的积淀、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升、性格
的养成都必不可少。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最牛”考生，在人生路上已经赢在了
乐观姿态，无关分数。希望每一位考生
都能如作文题寓意的一般，形成健康成
熟的人格——在逆锋起笔时藏而不露，
遇中锋用笔时不偏不倚，经停滞迂回后
能缓缓出头。

“我好牛”考生赢在乐观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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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星婷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6月7日，重庆市2021年普通
高考拉开帷幕。考生们为了自己的
梦想而努力；家长们认为孩子健康
快乐最重要；有的学校照常上早晚
自习……不少家长和考生表示，人
生是一场长跑，用一颗平常心去对
待这次考试，做勇于追梦的少年就
是最好。

孩子照常上早晚自习，用
平和心对待高考

6月7日早上8点左右，沙坪坝
区南开中学、重庆一中考点门口，陆
续聚了不少家长。不少妈妈身着寓
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鲜花送
孩子高考。妈妈们喜气洋洋，孩子
们也神情自若。

在重庆一中门口，三位女老师
手捧“向日葵”来为学生送考。“孩子
们平时学习好，应该考得不错。”几
位老师信心满满。

“我们和孩子的心态都很平
和。老师也一直告诉孩子们，人
生是一场长跑，高考只是人生的
一个阶段。”孩子就读南开中学的
家长王先生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学校在高考这几天照常安排考生
上早晚自习，保持和平时一样的
作息，这让家长和孩子们觉得，这
就是平常状态的考试。

在我市其余考点，考生和家长
们也用独特的方式迎接这重要的一
刻。在巴蜀中学门口，送考的父母
和孩子一起合影留念；一位穿“北
大”字样衣服的小朋友，为赴考的姑
姑加油打气。在南岸区辅仁中学考
点，送考老师与考生一一击掌鼓劲，
考生们也比出胜利的手势，信心满
满地走进考场。

考生们有着五彩缤纷的梦想

考生们有怎样的理想呢？在南
开中学考点，一位来自大学城的家
长告诉记者，孩子选择的是物理、化
学、历史的科目搭配，以后想从事环
保行业。“我和孩子爸爸都觉得挺
好，文理科搭配，都懂一些。”这位家

长说。
来自南岸的郑姓家长有两个孩

子，他带着8岁的小儿子在重庆一
中考场外守候大女儿考试。“孩子想
学医。”这位家长说，女儿性格比较
沉静，无论她学什么都行，她开心、
快乐、健康是最重要的。

“儿子准备考军校，我们家长全
力支持他。”在南岸11中弹子石校
区门口，该校高2021级学生小曾的
妈妈说，“儿子学习很自觉，也有自
己的梦想，想考外地大学，增加阅
历，开阔视野。”

想当飞行员、想学考古、想做生
物学家……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考
生们有着五彩缤纷的梦想。

“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引导我
们前行。”重庆一中一位考生说，十
年磨一剑，他和小伙伴们愿意为梦
想而努力。

第一个跑出一中考场的
女生 自信乐观感染众人

第一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从
容自信地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
家长的拥抱和鲜花。

7日上午，在重庆一中，不少家
长翘首以待，等着孩子出来。11点
30分，远远地，大家看见，一名穿粉
红裙子的女生向大门跑来。她旁
边，还有一位穿红色T恤的男生。

女生第一个冲出校门，人群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给予她鼓励。她
的妈妈手捧向日葵等着她。

几位记者迅速包围了这名女
生。“我很激动，就想接受采访！我
很怕旁边那个男生跑得比我快！”女
生朗声大笑着。她的自信快乐一下
感染了现场的众人。

问及考得怎么样，这名女生说
感觉不错。这段幽默、有趣的视频，
瞬间刷爆网络。在全市首发这段视
频的“重庆日报”抖音和视频号上，
不少观众纷纷留言：“成绩已经不重
要了。这份乐观的心态已经是人生
赢家！”“好可爱！愿永远这么真实
自信。”“就这么放松，就这么乐观，
姑娘你是最棒的！”

“有梦就去追，做勇于逐梦的少
年。”不少考生也这样表达面对这次
高考的心态。

“有梦就去追，做勇于逐梦的少年”
——直击重庆市2021年全国普通高考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见习记者 张凌漪）为期3天的2021年
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7日启幕。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称，2021年
全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总人数28.95
万人。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
录取考生和体育单招、残疾单招等不参加
统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参加统一高考人
数为18.35万人。

全市设39个考区100个考点
6201个考场

据了解，2021年全市普通高校考试
招生报名总人数28.95万人。其中，普通
类22.01万人，高职对口类4.81万人，中
职直升类2.1万人，体育单招、残疾单招
等近300人。

除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保送生等已录
取考生和体育单招、残疾单招等不参加统
一高考的考生外，全市参加统一高考人数
为18.35万人。全市共设考区39个、考点
100个、考场6201个，涉考工作人员近
3.2万人。

今年是我市高考首次实行“3+1+2”
模式。“3”指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数学、外
语3科，“1”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
考试首选科目1科，“2”指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再选科目2科。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中，物理、历史为
首选科目，考生只能且必须选择其中1科
报考；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科
为再选科目，考生只能且必须选择其中2
科报考。考试时间为3天，安排在6月7
日-9日，总分满分为750分。

金属探测仪、无线电监测车巡
查，严防考试作弊

今年，我市开发或升级志愿填报、分
数转换、综合信息查询等10余个信息系
统，全面检查、更新标准化考点网络、摄
像、听力播放、作弊防控和身份识别等设
备。

例如，重庆八中（渝北校区）考点便运
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考试
考务监督与指挥系统装上了“智慧大
脑”。据该考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套
智能设备有人脸自动识别、对比考生信息
等功能。整个渝北区相关考点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缺考人数等均有显示，未签到
考生也有提示。

此外，全市所有考点均设立体温检
测点、暂时留置观察区，配备充足的防疫
物资，所有考点均设1名副主考，专职负
责涉疫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并建
立医疗机构与考点的“点对点”协作保障
机制。

考生入场时，相关工作人员均使用金
属探测仪进行检查，并采取多证核对、人
机比对等措施严防替考、代考。考试期
间，无线电管理部门将安排无线电监测车
巡查，严密监测、定位和打击涉嫌利用无
线电信号作弊的行为。

专人巡考，制定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

据了解，全市组成13个检查组，对
39个考区、100个考点进行了全覆盖、拉
网式检查。高考期间，市教委从高校、市
教育考试院选派100余名工作人员，分赴
各考区各考点进行全覆盖式督考巡考。

全市各级网信、公安、经信、市场监管
和教育等部门，集中开展了“净化涉考网
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
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整顿涉考培

训机构和助考中介”和“清理涉考虚假公
众账号”“点亮涉考官方机构网络标识”7
个专项行动。

市、区县及考点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狂风、暴雨、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试卷保密、暴恐
事件、治安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明确了
应对处置办法。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为考生提
供周到服务

为了确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相关部
门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为考生提供周到
服务。

7日早上7点半，重庆日报记者在11
中考点外看到，南岸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弹子石街道执法大队的队员们
已经搭好了城管护考点，向考生免费提供
风油精、创可贴、矿泉水、纸巾、削好的铅
笔、橡皮等文具。

在11中考点外，重庆市公安局南岸
分局交巡警支队5大队民警设置了服务
站，现场为考生提供身份证打印等服务。

□本报记者 左黎韵

6月7日一大早，市生态环境局水生
态环境处处长刘明君就召集同事，对照
着全市河流地图，制定近期工作方案，挂
图作战。“我们处12名人员要负责全市
5300多条河流的保护治理，虽然任务不
轻，但大家都尽职尽责，精益求精，力求
让每一条河流都呈现出‘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的美好景象。”刘明君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

濑溪河为长江上游沱江左岸一级支
流，发源于我市大足区中敖镇，流经重庆
大足、荣昌和四川省泸州市泸县、龙马潭
区，在胡市镇注入沱江。而玉滩水库是
濑溪河上人工截流而成的一座水库，也
是濑溪河源头，其水质受到污染，亟待治

理。可症结在哪里？整治措施怎么制
定？刘明君和同事没少操心。

“为了避免头痛医脚，确保精准发
力、科学治理濑溪河，我们与大足区生态
环境部门和当地乡镇街道的工作人员一
道，创新开展驻点帮扶模式。”刘明君说，
在前期摸排中，他们发现，来自濑溪河流
域的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和农业面源污
染是玉滩水库重要污染源头。经过现场
调查，他们了解到濑溪河大足段污染源
约有3000个，监测分析出了2.7万余个
污染因子，找出了800余个问题。找准

“病根”后，他们借用水环境管理大数据
平台，分析出每个乡镇、每条支流的污染
源头，实施精准、科学治理濑溪河。终
于，在市区两级共同努力下，2020年玉
滩水库库心国控考核断面水质总体达到

了湖库Ⅲ类标准。
事实上，这只是市生态环境局水

生态环境处扎实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生态环境
局水生态环境处围绕“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建立驻点帮扶、现场
督战等工作机制，充分运用水环境管
理大数据平台、远程视频监控、无人机
巡航等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切实
改善水环境质量，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2020年，长江干流重庆段
水质为优，全市42个国家考核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105个市级考断面达标比
例、劣V类水质断面消除比例、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均为100%，长
江正呈现出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美
丽景象。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让每条河流都水清岸绿

重 庆 最 美 生 态 文 明 践 行 者

新高考启幕 重庆18.35万考生参考
运用人脸识别等新技术护考

▲6月7日，永川北山中学，高三（9）班
师生高歌笑迎“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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